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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06 我会爱你无亲人肤白漂亮银行女党员
退休 67 岁未婚温柔心善独居南京路另有多
房薪丰唯缺爱觅 88 岁内无房男可入住过二
人世界有子女我付出 (女付 )15921404263
Y107 无亲人孤独富有主任医生退休寻上门
互相照顾说心理话男女75 岁丧偶貌好显年
轻继家产静安徐汇多房现年事已高不求先
生条件我可以给你一切(女付)15921404263

事业单位退休女 63 岁丧偶未育肤白漂亮
显年轻独居 3/2 厅房另有房出租人老就是
孤独寻 90 岁内健康男速婚 13524180951
经商女 56岁未婚肤白漂亮自营公司多年虽富有
但孤独有多房急寻年长的健康男 13524180951
肤白显年轻女医生退休 72 岁丧偶未育独居
愚园路洋房另有房出租父母亡无亲人就是
孤独急寻 90 岁内健康男速婚13524180951

博江代码：770228896
沪徐民证字第 0319号

地址:北京西路
605弄 57号 3层

C4447 可家访寻无房愿上门速婚男我开支退
休女 61 岁丧偶漂亮温柔先夫珠宝富商去世
留遗产及企业居市区别墅无依靠寻年长会疼
爱人我会真心为爱付出一切 (女付)63337606
C4448事业单位退休女党员 71 岁丧偶貌端温柔知
书达理先夫留下大笔遗产有多套房无亲人继承不计

先生经济只要上门真心待我就可(女付 )53833358
C4449不求富贵只求平凡年龄不限女 67 岁
丧偶未育医生退休肤白漂亮显年轻有多房急
寻 87岁内愿相爱男士速婚(女付 )63337606
C4450靓丽甜美护士长女 41岁未婚肤白漂亮有婚房条
件优觅年长的健康踏实男士共度余生(女付 )53833358
C4451渴望一份真感情女 57 岁丧偶自营
公司多年富有但孤独有多房急寻年长健康
懂女人心的男士相伴 (女付 ) 63337606

1可家访住徐汇洋房海归女医生 68岁丧偶无孩先夫厂长
留下丰厚资产和多套房寻 89岁内男速婚 13023201949
2可家访董事长遗孀党员女护士长退休 76 岁丧偶
未育有多套电梯房寻 93 岁内男 13023201949
3寻共同管理男美丽女总 56岁丧偶无孩资产雄厚
开机械厂真心寻 80岁内男帮我 13023201949
4可家访住丁香花园党员女军医退休 73岁未婚继承家
族工厂资产雄厚多套房寻 85岁内男 13023201949
5可家访烟草集团退休党员女 80岁丧偶无孩先夫
留下丰厚资产和房寻 95 岁内男 13023201949
6美丽空姐退役再经商女 38岁未婚父母亡留下工
厂资产雄厚真心寻年龄大男帮我 13023201949
7 可家访住淮海路退休女 63 岁丧偶无孩
有多套房寻 86 岁内无房男 1302320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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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回收

红木家具 . 老家具 .字
画 .扇子 .印章 .像章 .老
服装 .小人书 .紫砂壶 .
玉器 .瓷器 .地址:多伦路
160号 （近 四川 北 路 ）
热线电话：65407260 13601926417
高经理 免费上门服务

古月轩 高价

收购

物资回收

高价收旧书画
老红木家具
大正堂高价收旧瓷器.玉器
佛像.香炉.印章.砚台.旧扇子
竹木牙雕.古纸币.旧箱子像
章.小人书等免费上门估价
南昌路 611 号近襄阳南路
太原路 327号仕宝堂
52733361 3564330778

为民调剂
本店以雄厚的实力 ,收购旧红 (白 )木
家具,新旧字画 ,名人信札 ,旧书碑帖 ,
连环画 ,邮票 ,钱币 ,像章 ,旧瓷 ,旧玉 ,
紫砂 ,竹木牙雕 ,文房用品 ,及其它古
玩杂件 ,名贵酒类 ,阿胶 ,工艺品等 。
徐汇区宛平路 255号（近肇家浜路）
63232582 13701722984 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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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 洲知名
口碑好

成功率高
地址：九江路619号1366室 注册号：310113000212598

由高级婚介师董老师全程服务到满意

月老赐婚 中老年单身知音

父母为子女相亲免费登记 13023201949

记者 殷 茵

晨报讯 中国杂技与现代舞联合演绎
女娲补天创世神话，最民族与最世界之间会
有怎样的光合作用？非遗文化遇上戏剧又会
呈现怎样的火花碰撞？3月 20、21 日，《开
天辟地之斗水》将在上海老船厂 1862 时尚
艺术中心首演，届时北京杂技团将用舞狮、
踩高跷、蹬鼓、抖空竹、叠罗汉等，串起一段
关于女娲补天的神话故事。中国、英国、荷兰
三方艺术家编排舞蹈的加持，更让浓墨重彩
的传统杂技在北欧空灵的舞蹈风中，刷新观
众的想象力。
作为该剧的联合出品方，“小不点大

视界”由一群爱折腾的父母们创办，曾引
进大量国际一线好剧，疫情之下，国外演
出团体进不来，常年积累下的国际化审美
与视角，让他们为魔都的孩子们持续带来
好戏。
全新原创大戏《波萨与鱼人鸟》将蒸汽

朋克元素混搭民族乐器呈现人偶剧场。现
场，30种乐器打造微型音乐梦工厂，新奇的

舞台装置，先锋气质的科幻元素，将引领观
众踏上穿越时空的梦幻旅程。两位内蒙古艺
术家还将呈现民族元素———鄂温克族的口
弦琴、哈萨克族的冬不拉等民族乐器的现场
演绎，以及布里亚特蒙古族服饰，带来沉浸
式的新国潮剧场体验。
同样将于今年上半年亮相的，还有儿童

舞剧《小小评审团》，由儿童和舞蹈艺术家
共同创意、编导、评审，现场多维时空的互动
模式，将带来令人难忘的观剧体验。
中英合作独角戏故事剧场 《男人与

猫》也是 2021 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展演
剧目，并入选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新文本孵
化计划”。整个故事关于“我们该如何活
着”的深刻话题，通过温暖、走心的方式演
绎，送给忙碌的当代家庭一剂慰藉心灵的
良药。
此外，作为“小不点”的经典保留剧目，

中英合作新编金奖人偶剧《鹅！鹅！鹅》也将
回归。这部获奖无数、在全世界热演了 18
年的宝藏剧目回归，让观众不出国门，就能
看到全球顶尖艺术水准的儿童剧。

《又见奈良》主创透露影片幕后

那位大爷唱京剧，
“我真的很感动”
晨报记者 陆乙尔

由河濑直美、贾樟柯监制，青年导演鹏飞编剧执导，吴彦姝、英泽、
国村隼、永濑正敏领衔主演，秋山真太郎、张巍特别出演的剧情片《又见
奈良》将在 3 月 19 日上映，导演鹏飞与主演英泽日前现身上海观影现
场，和观众分享了影片拍摄的幕后故事。

杂技与现代舞共同演绎“女娲补天”

制图 / 潘文健

电影《又见奈良》讲述了一段跨越 60
年的母女情。1945 年，日本战败后，陈慧明
（吴彦姝饰）收养了一位日本遗孤，取名陈
丽华，1994 年，丽华返回日本，寻找自己的
亲生父母，并与陈慧明保持书信联系近十
年；2005 年，久未收到丽华来信的陈慧明孤
身一人前往日本，在遗孤二代小泽（英泽
饰）和日本退休警察（国村隼饰）的帮助下
开始了漫漫寻亲路……
为了更好地拿捏“日本遗孤”这一特殊

历史群体的心理状态，导演鹏飞在奈良采风
了八个月，可以说片中 85%的故事都是真实
的。他在描绘遗孤生活现状时加入了许多细
节，如吃酸菜饺子、听京剧唱京剧等。观影现
场，他表示：“实际上当时很多遗孤回到日本
后，因为语言不通，交流有障碍，往往只能做
一些不需要用到语言的工作，比如交通指挥
员、便利店的洗菜员等。有些遗孤很难被日
本社会彻底接纳，所以他们仍保留着一些旧
的生活习惯，会主动寻找一些非常中国的符
号，我觉得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归属感。”
在和日本当地的遗孤交流过程中，有许

多人给鹏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极其
稀少的还在世的一代遗孤，“那位大爷见到

我后马上找出了二胡，唱了一段京剧，说实
话不好听，但他再抬头时，我看到了他脸上
不知道是眼泪还是汗，当时我真的很感动。”
影片结尾加入了邓丽君演唱的歌曲。这

样的处理不仅生动再现了日本遗孤的生活
现状和心理状态，也消解了因为地域差异给
中国观众带来的疏离感，导演活泼的处理手
法，反而令影片的情感更为真实细腻、催泪
动人。

《又见奈良》此前在上海国际电影节
等活动展映时便收获了不少好评，此次超
前观影后，许多观众都为这段跨越国界与
血缘的母女情感动，称赞这是一部细腻走心
的电影。
影片接近结尾处，当得知丽华最终的结

局时，小泽在车上哭泣的场面令许多观众落
泪。在饰演者英泽看来，小泽一开始帮陈奶
奶找女儿时其实有些冷漠，因为她不像一代
遗孤一样有那么重的包袱，只是跟普通留学
生一样在日本努力生活，但随着剧情进展，
小泽慢慢代入了自己，最终获得了心灵上的

成长，“知道去世的消息后一下子绷不住了，
又不想告诉坐在车后面的奶奶，要克制，所
以那时候的情绪很复杂，还有着对自己身份
认同问题的反思。”
《又见奈良》是青年导演鹏飞的第三部

长片作品，背后有着许多电影大师为其助
力。日方监制河濑直美是奈良电影节的创办
者，她的作品多次获得国际大奖，中方监制
贾樟柯曾五提戛纳且荣获终身成就奖，还有
摄影指导廖本榕、剪辑指导
陈博文也都是金马奖
的常客。
这是一部中

日团队共同合作
完成的电影，鹏飞
在现场尤其感谢

了日方监制河濑直美和中方监制贾樟柯，
“他们无论在创作上还是项目的推进上，都
付出了很多。”他透露，河濑直美在拍摄和
制作中给了他很多帮助，会给剧本和拍摄提
一些意见，但又不会强制要求按照她的意见
来操作。而贾樟柯在看完鹏飞团队剪辑完成
的初版电影后，又带着鹏飞一起完整看了一
遍拍摄素材，在剪辑上提供了很多有用的
建议。


